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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虹影、黎紫书合论 

                  

楊 暁文 
 

无论是纵观华文文学史，还是横览当代华文女作家创作，我们都无法回避严

歌苓、虹影、黎紫书这三个闪亮的名字。中国大陆和港台的权威性的华文文学杂

志书刊不断登载关于这三人的先行研究，便是确凿的证据。 

但是，细读业已发表的大量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皆是严歌苓、虹影、

黎紫书其中一人的个别研究，上述三人的合论迄今未有。这，乃本论文的着眼点

和出发点。鉴于在日本有关三者的先行研究几乎不见这一学界现状，本论文先将

三人的世界简洁地展示给读者，然后合而论之，综合评析。 
 

一、严歌苓：雅俗之间 

在日本，严歌苓是个除极少专业人员外不为人知晓的作家，而在台湾、香港、

中国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华文文坛都是一位不可小视的人物。1958 年出生于中国大

陆的严歌苓，其父是作家萧马，其母年轻时是个美丽过人的舞台演员。严歌苓在

外表上似乎继承了其母的优点（在中国大陆她有“美女作家”之称），在专业上仿

佛 终又延续了其父的长处。笔者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她少女时便进人民解

放军的文工团当舞蹈演员，在川藏一带为人民服务，数次深入西藏的亲身体验孕

育了《天浴》等她日后的代表作；在汗流浃背练功不止后仍无更多长进之际，严

歌苓开始慢慢向写作转移，天禀加上勤奋，使她渐渐在军中作家中小有名气，截

至 1989 年赴美留学，她已经在一些文艺杂志上发表了短篇、中篇小说、电影剧本

等，并有《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

报 佳军版图书奖）《雌性的草地》三部长篇问世；美国留学后，严歌苓开始向台

港的文学报刊投稿，获得九项文学大奖和两项电影奖，成为名副其实的华文文学

代表作家之一。 

严歌苓是个多产作家，且风格鲜明，质量稳定，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做文本

分析。由于字数限制，笔者在此只能就她的一大特色展开论析。那，就是她的创

作游移于雅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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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的笔既写雅士的故事也写俗众的生活，但优雅的情节也好庸俗社会现

象也罢，只要一落在严歌苓笔下，就带上一股特有的韵味，让读者回味不尽。那

些独特的味道都通过她的那些优美的文字一一流出，这里仅举数例： 
这时他看见淡绿的地面上有摊浅粉色，是条半透明的丝质衬裙，但老柴

并不知它的名称和功能，只明白它是女人 体己的物件。淡绿地面上，浅粉

像浮在一汪水上。它那么薄，那么柔软，老柴觉得它是一个好看的身体蜕下

的膜；那身体一点一点蜕下它，它仍保留着那身体的形与色，那光洁和剔透。 
（《女房东》，收于小说集《少女小鱼》，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 年，第

69 页） 
她一向瞅自己挺马虎，镜子前从没耐烦过，因为她认为自己长得也马虎。

她既不往自己身上费时也不费钱。不像别的女性，狠起来把自己披挂得像棵

圣诞树。周末，唐人街茶点铺就晃满这种“树”，望去像个圣诞林子。 
（《少女小鱼》，出处同上，第 30 页） 
     云摸到草尖尖。草结穗了，草浪稠起来。一波拱一波的。 
（《天浴》，收于小说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华文出版社，2000 年，第 95

页） 
写女性的衬裙，白描者居多；严歌苓把它写成“一个好看的身体蜕下的膜；

那身体一点一点蜕下它，它仍保留着那身体的形与色，那光洁和剔透”。这样一来，

读者便会根据各自的经验体验等，去想象那“膜”一般的丝质衬裙，进而更可根

据各自的审美情趣去想象那衬裙的主人。同理，用优雅的笔墨，将只顾外表包装

的俗女们形容为“把自己披挂得像棵圣诞树。周末，唐人街茶点铺就晃满这种“树”，

望去像个圣诞林子”，其俗不可耐也就跃然纸上，如在眼前了。而到了《天浴》，

严歌苓又换了手法：用“摸”“拱”来使自然界的“云”“草”人格化，再调进一

个“稠”，整个草原就无比鲜活地生动起来。 

其实，比起以俗卖俗以俗媚俗以俗制雅以俗魅雅的、北京源远流长的俗文化

造就的文化雅人王朔（“痞子”只是表象，而本质的文雅才是王朔的真面目；若对

王朔其人其文有学书兴趣，可参考笔者的日文论文《王朔论：以他的“侃”为中

心》，刊载于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现代中国》第 73 辑）的“雅俗共赏”，严歌苓

的“俗”的河床下不断涌动的是她骨子里的“雅”，即便是写俗人俗事，例如她写

农村妇女义养公公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文笔仍然一如既往地“雅”，字里

行间流露的仍是优雅的气氛和格调。总而言之，取俗求雅、表俗实雅的严歌苓文

学，是欢唱在“下里巴人”题材上的一曲曲雅味十足的“阳春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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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虹影：虚实之间 

虹影 1962 年生于中国内陆四川重庆，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过

书，1981 年开始诗歌创作，88 年起转向小说写作；后赴英居伦敦，成为英国华文

文学的代表作家。 

 笔者把虹影的创作定位于虚实之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其一：取古书之实，写现在之虚。这里所说的“现在”指的是她独造的故事

中的“现在进行时”。此处仅以描绘男同性恋世界的《鹤止步》为例展开论析。 

《鹤止步》讲述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男同性恋的故事：1940 年 5 月 21 日，重

庆军统秘密派来联络谈判的特使贺家麟，软禁在沪西之外沿霞飞路顶头接徐家汇

的一幢花园洋房里，被时任上海特务总队队员的谭因枪杀；当时在场的时任上海

特务总队支队副的杨世荣，替谭因入狱尝遍酷刑受尽折磨。之所以能如此，是因

为二人乃同性恋者，隐瞒着在当时乃至当今中国都难以启齿的一段恋情性史。

后，杨世荣以亲手执行谭因死刑为由，将谭因和卫队带到从浏河向苏常退却的路

上他昔日曾死里拣过一条命的堤岸旁；自杀的子弹洞穿头颅的几乎同一瞬间，杨

世荣把枪抛给谭因：是接着他自杀还是让他接枪打出一条血路？杨世荣身体倒下，

谭因死活未定……。 

 虹影绘声绘色地完成她的上述现代演义后，将这个故事所本的古书出典实记

于下： 
    （明）王同轨《耳谈》： 

 一市儿色慕兵子而无地与。兵子夜司直通州仓。凡司直出入门 者，必籍

记之甚严。市儿因代未到者名，入与。其夜月明，复有一美者玩月。市儿语

兵子曰：“吾姑往调之。” 兵子曰：“可。”往而美者大怒，盖百夫长之也。语

斗不已，市儿逐殴美者死。弃尸井中。兵子曰：“君为我至，义不可忘。我当

代坐。”死囚二年，食自市儿所馈，后忽不继，为私期招之，又不至，恨之久

之，诉于司刑者。司刑出兵子入市儿。俞年行刑。兵子复出曰：“渠虽负义，

非我初心，我终不令渠独死。”亦触木死尸旁。1 

    对照以上明代古籍原文，我们不难发现：《鹤止步》首先在这里得到的是男同

性恋这一主题(“一市儿色慕兵子”),进而把“市儿色慕兵子”换成了“兵子色慕兵

子”， 后的“渠虽负义，非我初心，我终不令渠独死”简直就是杨世荣死别谭因

前的内心写照。从头至尾，细读《鹤止步》，便可明晰。一言以蔽之，《鹤止步》

乃明朝古书记载之翻版，或曰其现代版亦无不可。不过，这现代版中倒也不无真

实之处。何虚何实，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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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借历史之实，构小说之虚。虹影的许多小说里都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的影子，曾为三代上海黑社会头目情人而 后自己君临上海的《上海王》，小说出

版后引起诸多猜疑、纠纷不断、作者本人也视为“苦事”2的《K》，虚构的小说

叙事和真实的研究动态齐头并进的《近年余虹研究》……。这种写作方式业已成

为虹影独到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分，而它又来源于虹影本人对历史与小说关系的看

法： 
历史也是虚构，只不过集中了与伟人大事，而且用意识形态加以拔高。

因此历史是一种伪叙述；相比之下，小说关心细节，关心人的感情命运，可

能小说更能接近历史真相。我自觉地用小说改写历史。 
・（《你在逝去的岁月里寻找什么》，收于小说集《绿袖子 鹤止步》，文化艺术

出版社，2006 年，第 150 页） 
通过上面一段话，我们可以透视虹影的历史观、小说观。所谓历史，自从有

文字记载以来，就是由使用那文字的人来创造的，在这一意义上，“历史也是虚构”

并非完全无见地之说。从通过烘托气氛渲染氛围容易使读者接近历史中的人物和

事情的角度看，“可能小说更能接近历史真相”也有一定道理。而“用小说改写历

史”这一观点虽然有尚待商榷的余地，但这不折不扣是虹影一系列借历史之实虚

构出的小说之写作目的。 

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依实生，实由虚丰，虚虚实实，虚实相映。这，便

是虹影创作虚实处理的奥妙所在。关于虚实，虹影还有一段话引人深思： 

我知道肯定会被人逼问:实多少，虚多少？应当说，每件事都是实，但都

经过了我想象的重新摄制。小说中的虚与实，没法以简单的方式打百分比。3 

文学创作是一种综合复杂甚至抽象至奇妙的精神活动，即便是取材于历史，

也绝不等同于历史，那里的虚实亦“没法以简单的方式打百分比”，因为“我的小

说不依文献，而是实事加我的实情”4，而历史的“实事”与虹影这一具体个人的

“实情”并非一加一等于二的关系，是需要“虚”这种粘合剂来作用来催化的。

所以笔者说：虹影的创作是介于虚实之间。 

 

三、黎紫书：土洋之间 

    这里所说的“土”，是指黎紫书的创作扎根于中国大陆文学传统之“土”壤，

而“洋”则是指洋溢弥漫于其作品中的南“洋”情调。 

在日本，关于黎紫书文学作品的分析与评论，本论文应属首次，因此在进入

正题之前就有必要先弄清黎紫书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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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书，原名叫林宝玲，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代表作家，1971 年出生于华人集

中的著名观光城市怡保。曾任报纸记者。她和虹影一样，从诗歌写作出发， 后

转向小说创作；而从诗歌向小说转移的过程中，有散文在起过渡、衔接作用。 

远离中国大陆和台湾这样的完全汉语环境的文学创作（笔者把此种文学称为

“华文文学”），我们怀着极大的学术兴趣与强烈的好奇心去阅读马来西亚土生土

长的黎紫书的作品后，却不免会因为她隔海而学到的中国本土的文学传统的章法

笔法而惊愕不已。字数有限，在这里仅以《州府纪略》为例。 

《州府纪略》，这小说名本身就散发出些许“土里土气”，而写法也是中国文

学传统笔法，通过李乾初、张森坤、黄其祥、罗雁生、蔡碧玉、赵锡贤、赵苏虾、

廖秀卿、廖兆国、刘远闻、李银桃的依次登场，以个人忆旧的形式展开小说情节。

人物虽然纷繁，主线却贯穿不乱。让我们先来看看 先登场的李乾初讲的故事： 
 有个叫谭燕梅的，我记得。唱帝女花做皇帝女，唱功做手都好，以前旧

街场京都戏院有义演，说是赈济广东水灾，全场爆满。戏院外面卖咸水花生

都卖得发达。 
 真的，卖花生那个就是谭燕梅的契家佬，叫……雁生，姓罗。我么叫他

生仔生仔，叫到熟，还一起看戏。他不多讲话，只是傻乎乎的由头看到尾，

一有谭燕梅出场他就拍烂手掌。慈善社的人都这么讲，说他和谭燕梅有路，

每晚收了档就在慈善社楼下等人，叫一部冷车两个人坐，送到休罗街才分手。

谭燕梅老公在楼上，一直咳，什么都没说。 
（《州府纪略》，收于小说集《出走的乐园》，花城出版社，2005 年，第 157 页） 
 短短两段文字，就把这个小说的几位主要人物（谭燕梅、谭燕梅老公、罗雁

生）自然而然地推上了场。整体上的文风酷似提倡文学大众化口语化的二十世纪

初中国大陆文坛的风格，而小说内容的“赈济广东水灾”，更能加深强化此种印象。

这些都充分表明黎紫书虽然身在海外却受到中国大陆文学传统影响这一事实（只

要是学习汉语，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虽然每个人的吸收方式方法各异，但在都

多多少少受汉字的故乡中国之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一点上相同），也即黎紫书是在中

国文学传统的土壤上开出一朵朵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花。 

 诚然，如以上所分析，学习汉语运用汉语进行创作的黎紫书以中国大陆文学

传统的营养作为其文学的基础，但我们不能忽视她在海外长大成人之重大事实。

正是因为与大陆土生土长的严歌苓、虹影等的生存环境不同，黎紫书的文学自然

而然地在受中国大陆文学传统影响的同时，呈现出与其迥异的浓郁南洋色彩。 

 让我们从黎紫书作品的题目入手。她确实有前面提及的《州府纪略》和《国

北边陲》等从中国大陆文学传统“土”壤里胚胎的作品，而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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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有一系列情调别致的另类小说：《推开阁楼之窗》、《有天使走过的街道》、

《把她写进小说里》……。当然，文学创作的特质并不只在于题名上，更要重视

的是其内容。 
        向前走，转过一段曲折的路，古旧的橡胶厂像个巍峨的怪物矗立在几棵

榕树之后，烟囱还冒着淡淡的白烟，散发类似腐物加上某种硫酸的工业气味。

两个印度女工相拥走入树荫 浓的巷口，留下一长串印度话的余音在空洞的

路上回响。一切都如过往，我再度回到记忆的断口，延续那咬在牙龈间即将

碎裂的故事。 
    （《蛆魇》，出处同前，第 61 页） 

橡胶厂，散发类似腐物加上某种硫酸的工业气味（黎紫书笔下经常出现胶厂

和那特有的气味，这与她的生活体验有关，又如《某个平常的四月天》里的“镇

上那家制胶厂里难闻的气味”）；印度女工，留下一长串印度话的余音……。这些

不正是人们心目中的南洋吗？这里没有惯常被亚洲人视为“洋”的标志的欧美气

息，却实实在在地吐露着南“洋”独特的气味。于是，作为一名不是在中国大陆

或台湾长大成人而又能新颖别致熟练巧妙地运用汉语描绘出南洋这道风景线的作

家，黎紫书越来越引起世界华文文学界的注目。 

 

四、严歌苓、虹影、黎紫书合论 

  在经过以上这些应该且必须的准备工作后，本论文开始正式进入主题；但在

有限的字数里欲将严歌苓、虹影、黎紫书这三位世界华文文坛的“女强人”论尽

析透，恐难如愿。只好从 重要的部分写起，次者略之；先从外因谈起，一步步

逼近核心。 

（１） 台湾：三人文学事业有成不可忽视的外在条件 

如前所述，严歌苓、虹影在离乡背井远走他国之前都已经有些作为：严歌苓

已经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短、中篇小说并出版三部长篇小说，虹影也于 1981 年开始

诗歌创作，在 1988 年 2 月，通过她老家重庆的工人作品选杂志社使其诗集《天堂

鸟》问世。然而，除了军队作家和诗人的小圈子，对广大中国读者来说，严歌苓、

虹影还是十分陌生的名字（笔者是 1990 年代在日本任教期间，出于自己的文学兴

趣，从阅读中国大陆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转载的严歌苓在台湾获奖的成名作，

才开始注意这个作家；对虹影作品的阅读，亦始于这一时期）。在这一意义上，是

台湾成就了二人的文学大业。 

先来探查严歌苓成功的轨迹。下面的引文稍微长一点，但对于了解严歌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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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获奖的前因后果，必不可少，况且这些都是她在悼念梅新先生时写下的，可

信度甚高： 
在九〇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我的室友被电话铃惊醒，说有台湾长途来，

找我的。我已在电脑前写英文作业，膝上盖着毛毯。我将电话凑近耳朵，迟

疑地“哈罗”一声。里面是个陌生嗓音，却是不陌生的江浙言语。说了几句

话，他才介绍自己道：“我是《中央日报》的梅新！”我急忙“哦、哦”的应

答。梅新先生口气殷切亦急切，说：“我们设立了一项文学奖，你来参加好不

好？我觉得你很有希望！……”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对此一番热情

昂扬的激励，我是唯恐辜负的。那个时期，我自视为一名失败者，于婚姻，

于写作，于恋爱，都是 不得要领的时候。人在这样的时期，是把自己很看

低的。我于是觉得，文学奖是距我遥远的东西。梅新先生在电话中又高一个

调门，对我说：“这个奖你一定要争取，啊？” 
现在想想，要是没有梅新先生那么猛力一推，我或许不会就此振奋。 

        从九一年的暑假开始，我每天写作五、六个小时。打工一整天，回到家

个人的神志和思维都是极度涣散的。即便煮杯深黑的咖啡，也难将自己强捺

到写字台上。当时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时有喝了啤酒大

声笑闹的学生们从我窗下走过。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彻底，但绝对的夏天，连

乞丐也有份的。而我还照常打工、写作。每天写道夜里一点，浓咖啡似乎正

在劲头上，但我又必须搁笔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时间，我

似乎每星期写出一个短篇小说，直到写出《少女小鱼》。 
        《少女小鱼》得奖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写信告诉我的。此后我和梅新先

生每月总有一次书信往来，渐渐也谈成了熟朋友。我从他送我的诗集中隐约

读到他的身世。我当时已搬到加州，住在旧金山远郊的一个小公寓里。那是

极隔绝的一种居住形式，近邻们都巧妙地维护自己的孤寂而绝不打破别人的

孤寂。我就从那时候起跟梅新先生谈起自己对第二次婚姻的忧虑。不久收到

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一如既往的乐观、热忱，叫我不要永远养旧伤，“要听

从新的爱情的召唤”。 
        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东》获首奖之后，梅新先生邀请我去台湾。那

时大陆作家去台湾的还很少，我们都没料到入境手续竟会那样繁复。中间一

度，我气馁了，梅新先生却一再、再三地努力，终于在九三年八月，我见到

了在机场迎接我的梅新先生。5

严歌苓便是如此这般起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台湾梅新先生的知遇，

也就没有今天的严歌苓。九三年八月之后，严歌苓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几乎囊

括了台湾的所有文学奖项，用一句港台式的表述，是“屡有斩获”。在台湾取得成

功后，严歌苓衣锦还乡，在大陆也流行起来；然后名扬四海，成为今日的世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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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坛瞩目人物。 

虹影走的也是和严歌苓基本相近的先台后陆之路：先在台湾出版一些大陆不

宜的作品，稍加删削修改，再拿回大陆来引起争议（有“被《南方周末》、新浪网

等评为 2002、2003 年中国 受争议的作家”为证，详见大陆的文化艺术出版社版

・虹影著《绿袖子 鹤止步》）。 

虹影在台湾出书受到过严歌苓的照顾（有“隐地先生 严歌苓女士使这本书得

以出版”为证，详见台湾的尔雅版虹影著《女子有行》）；虹影在台湾获得的数项

奖（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新诗奖，两次获台湾《中央日报》短篇小说奖）），

而夺得 1997 年台湾联合报《读书人》 佳书奖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整个

封面印着虹影的巨脸，应算迄今为止虹影 大的广告了。那张巨脸虽然似乎没有

再度出现在封面上，而虹影的名字开始愈来愈多地印在大陆出版的“虹影精品系

列”“她们文学丛书”的小说卷散文卷等上。 

这里附带说明两点。第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大批作家先后走出国门，

像虹影、严歌苓一样奔赴英美，但像虹影、严歌苓那样成就一番文学事业的却凤

毛麟角，原因何在？让我们分析一下《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在

大陆轰动一时之后销声匿迹的过程，便可明晰其中的理由。国门打开前后，大陆

国民对海外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于是就有这方面的启蒙书出版问世的需求。《曼哈

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正是应了这个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美

国的成功（其中多少实多少虚，众说纷纭），《北京人在纽约》的浪漫经历，吸引

了亿万神州儿女的眼球；看着它们的成功，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各路英雄”纷纷

摩拳擦掌挥笔上阵。于是乎，名为文学实质上为大陆人民导各种游的书籍铺天盖

地，目不暇接。随着英特网的普及、海外体验的增多，那些书籍便渐次受到冷落，

几近无人问津。而虹影、严歌苓从 90 年代经由台湾在大陆文坛大显身手后，一直

长盛不衰，就在于其文学方面的身手不凡。倘若直言，上述那些作品，就像那些

作者中有人承认那样，是“民间文学”，几乎没有多少文学价值，而虹影（不是她

的所有作品）、严歌苓（诚如前引“就是那段时间，我似乎每星期写出一个短篇小

说，直到写出《少女小鱼》”，《少女小鱼》之前的诸篇欠佳）文学造诣高，其作品

的文学性也就强。二人之所引不同于上述那些作品的作者，是因为她们在中国大

陆就已经练就深厚的文学功底，加之海外的生活体验，于是就成就了一番大业。

纯粹的大陆作家缺乏海外经验，而常年生活在海外的也并不是皆能舞文弄墨。二

人兼备二者。 

第二，在海外的志向追求。中国大陆从 1970 年代末起，人们陆续以公私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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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前往海外，对理工科、计算机等应用性强的专业趋之若鹜；文科方面也是大

陆的动向制约海外学子的走向，一会儿法律热，一会儿经济热，而 值得考虑的

却似乎“退居二线”：到底自己 想学什么？什么才是 适合自己的专业？严歌苓

的选择不无启迪意义。在分析了自己的长短后，她“一条道走到黑”，1990 年进

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课程，1996 年获该院艺术硕士学位。在

国外，上英语讲的写作课，其艰难不易，可想而知（欲知者可读严歌苓回忆美国

“母校”的文章）；而正是通过在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严歌苓学到了国外的

创作方法，了解了海外文学动向，与既是朋友又是将来对手的美国同学的热辩冷

论，对她日后的成功起到了切磋提高技艺，也就是“热身赛”的重要效果。这，

在迄今为止的严歌苓研究中从未被论及，而笔者则认为此乃理解严歌苓文学不可

忽视的一个紧要环节。 

 相对于大陆出身的严歌苓、虹影这两个“苦孩子”求助台湾文坛，黎紫书在

摘取第三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第四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散文首

奖、小说推荐奖，1996 年度云里风优秀作家奖等后，名震马来西亚文坛，台湾出

版方面找上门来： 
    九八年六月,城邦出版集团在吉隆坡与黎紫书签约，预计出版她的短篇小

说集《天国之门 ｡》 这件事至少有双重意义:台湾出版社首次在东南亚与当地

作家签约，显示共同开拓中文阅读世界的诚意与决心；而马华文学有机会面

向全球中文读者，更是莫大鼓舞。 
(傅承得：《异数黎紫书》，收于黎紫书小说集《天国之门》，麦田出版，城邦

文化发行，1999 年，第 7 页) 
从马来西亚文坛出发，经过台湾出版界的签约，又引起大陆的注视，进而挺

进世界华文文坛，从结果上看，黎紫书与严歌苓、虹影是异曲同工。而笔者引马

华著名诗人傅承得氏的以上数言，是想指出以下事实：作为马华文坛的一种倾向，

他们把台湾视为通向中文天地的一条途径，所以欲“共同开拓中文阅读世界”；更

有一种全球意识，故有“马华文学有机会面向全球中文读者”之言。 

（二）以女性为主角 

严歌苓、虹影、黎紫书的作品，登场人物虽然纷繁复杂，却都以女性主人公

描写之生动形象入木三分见长。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昔日到 21 世纪的今天，时间跨度大，

身份多样，但对每个人物的摹绘都很出色，经常有一种电影意识在里面（严歌苓

的小说《天浴》，曾被其好友女演员陈冲出任导演拍摄成电影，英文名为《Xiu X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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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t Down Girl》），下面是她的长篇小说《扶桑》的开场： 
这就是你。 

    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腥红大缎的就是你了。缎袄上有十斤

重的刺绣，绣得 密的部位坚硬冰冷，如铮铮盔甲。我这个距你一百二十年

的后人对如此绣工只能发出毫无见识的惊叹。 
    再稍抬高一点下颏，把你的嘴唇带到这点有限的光线里。好了，这就很

好。这样就给我看清了你的整个脸蛋。没关系，你的嫌短嫌宽的脸型只会给

人看成东方情调。你的每一个缺陷在你那时代的猎奇者眼里都是一个特色。 
    来，转一转身。就像每一次在拍卖场那样转一转。你见惯了拍卖；像你

这样美丽的娼妓是从拍卖中逐步认清自己的身价的。当我从一百六十册唐人

街正 野史中看到这类拍卖场时：几十具赤裸的女体凸现于乌烟瘴气的背景，

多少消融了那气氛中的原有的阴森和悲惨。 
（《扶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这段开场白富于镜头感，“再稍抬高一点下颏”“好了，这就很好”“来，转一

转身”等几乎就是导演在拍摄现场导戏，而“你的嫌短嫌宽的脸型只会给人看成

东方情调”和“你的每一个缺陷在你那时代的猎奇者眼里都是一个特色”，才是严

歌苓导这场戏的真实用意所在：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世界，亚洲人的与西方人不

同之处多被讥笑为“东方情调”，而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满足西方为强势的“那

时代的猎奇”。这种“春秋笔法”在实质上正与萨伊德批判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

主义》出于同一宗旨。 

虹影作品的女主角也多姿多彩，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国女性，特别

是活跃在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美女艳妇妙龄女子为主要刻画对象，由《上海王》

《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而成的上海三部曲的女主人公们，《K》的北京清朝

翰林家庭出身的大家闺秀……。在这里，只来目睹一下《K》的风采： 
朱利安转过身，林果然已站在门口看着他。她穿着非常艳丽的服装，绛

紫色旗袍，银闪闪碎花，领口、长袖口与下摆都镶有枣红的毛边，蓝绫细缎

长裙，浓密的一头长发，像古时女子那样梳成大髻，前额上留着一排黑又亮

的刘海。 
        她简直就是中国古画里走出来的女子，看着他，却又是那么活生生的鲜

丽！ 
（《K》，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年，第 82 页） 
旗袍，蓝绫，细缎；长发，大髻，刘海。看着这些自然生发出“简直就是中

国古画里走出来的女子”之审美愉悦。这本《K》里的女主人公林，简直被塑造

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既古典，又现代；既精于中国艺术，又通晓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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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既持重，又放纵；既大胆行事，又细心谨慎。而把这样一位女性形象，用

“性”来毁灭，则是虹影的一种写作策略。 

与上述严歌苓、虹影塑造的文学形象相比较，黎紫书笔下的女性更深深烙上

经济至上社会的印痕，更具有后现代后殖民地色彩，更为孤寂庸俗平凡： 
我第一眼看她，马上便知道她不是死者写在日记本上的那一位常常不表示

意见的女人。她看起来相当懂得打扮，而且很明显地经过一番刻意装扮后才

姗姗到来。红彤彤的丰厚的唇，十只手指甲上还闪着亮光，只是她没有一头

可以挽髻的长发。 
她承认自五年前剪去了长及肩膀的头发后，已经换了好多个发型，但没有

再蓄起长发。她说长发太闷了，让她的外貌看起来老了好几岁。她站起来大

概比我矮不了多少，约五尺八左右，这和死者的身高也相差无几，我想这种

高度的女性不应该喜欢穿高跟鞋，事实上她也认同我的说法。 
（《蛮荒真相》，收于小说集《天国之门》，麦田出版，1999 年，第 167、168
页） 
这里的“她”，既没有《扶桑》的古色苍然神秘莫测，也不像《K》那样几乎

完美无缺白璧无瑕。“她”就是生活在我们身旁的某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性”（所

以在作品中连名字也没有，完全被符号化），“看起来相当懂得打扮”，有“红彤彤

的丰厚的唇”，而且“十只手指甲上还闪着亮光”。这份普通正合读者的视线，故

产生强烈的真实感、临场感。 

进一步分析，黎紫书通过通过精神科医生“我”（作品中的自杀者）的紧张焦

虑寂寞、调查死因的“我”的无聊空虚孤独，折射当今社会对人的异化；把这篇

作品命名为《蛮荒真相》，不但毫无夸张，绝不做作，甚或可说振聋发聩，意味深

长。其实，黎紫书是 擅长挖掘此种苍凉、阴湿、悲切的题材，并能细致入微地

将它们表达出来的。 

（三）作家成熟的标志：文艺风格的形成 

作为华文文坛的代表，严歌苓、虹影、黎紫书都业已拥有独属自己的鲜明文

艺风格，就像张艺谋的电影、王朔的小说等一样，即使不署导演作者的名字，观

众读者也能从其中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辨别出与其他人的不同。这些风格通

过作品体现，昭示作者的成熟。 
 香蕉带着腐烂前的酒糟味，里面竟还是香甜的。他催促她吃，她挑了一

个 有形状的剥开给他。他嫌弃似的笑笑，三两口把它塞进嘴，从口袋掏出

雪白的一方手帕擦擦手指，像是他刚碰过脏东西。他将手帕扔给孙丽坤，跨

到摩托座位上。她爱他这一系列动作的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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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白蛇》，收于小说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华文出版社，2000
年，第 80 页） 
这是男女相爱（谜底是同性恋）故事的高潮来临之前的一个片断，严歌苓的

笔致优雅简洁准确，既重视结构小说的“一系列”技巧，又顾及故事的“每一个

环节”，就像通过以上的一个段落，我们可以对她出色描写“一系列动作的每一个

环节”之高超技艺。严歌苓的几乎所有作品都超常发挥她的上述特点，形成她稳

定的文艺风格。 
“你不是一个绅士。”程的声音非常愤怒。 
朱利安一直在等程说话，他心里慌乱，没有思想准备，在这个时候与林

的丈夫对质。当程说完这句指责话后，他反而讪笑一下，“我从来就没想做绅

士，我们家，我们的朋友也没一个绅士。” 
程没有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你的行为哪像一个绅士？” 
看来程不知道这种场合应当说什么，可能气极了，找不到合适的词。这

反而使朱利安对他有点同情，他跟这位英国培养出来的程教授，在这种极端

的场合，实际上完全无法交流，他们的词汇含义根本对不上。程是书上学的

英国文化，哪怕他说的是英语，也是另一种语言。 
（虹影：《K》，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年，第 252 页） 
 先来认识一下登场人物：同属新月社名人、被视为贤伉俪的程教授林女士（既

传统又时髦的女作家林女士），英国有来头的“绅士” 朱利安；林朱二人长久沉

溺于性爱之中，终于被程教授当场目击，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对话和心理活动。这

只是虹影作品的一个例证。这里，多少实，多少虚，虚实难辨；多少真，多少假，

真假难分；或许虚中有实，或许假里有真；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虚实相生，真

假互映，形成虹影不同于别人的独到风格。尤其是它所凸现的文化间之难理解（此

处是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另外她还写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等等），令

人深思。 
    我想起那与世隔绝的湖底。于是我落力狂奔，穿越屋里长长的走廊、饭

厅、客厅、 前院、狂吠的狗群、胶厂、街衢弄巷、斜坡、幽黯的莽林……这

些场景一幕一幕退去，直至我回到湖畔，在那一面天然的明镜之前，再次与

耽搁在芒草丛中的肉身相对。 
    湖水已经照不出我憔悴的形体。我涉水，没有水声漾起，没有涟漪。

后，我转头再看一眼那搁浅的身体。明天，说是后天，经过阳光蒸晒，她将

无法掩饰皮肉血脉及骨髓散发的腐臭，到时候，总会有人追循这气味而来。

他们将看见千万只蛆虫钻出这副喂养它们二十余年的肉体，纵使在失去意识

以后，依然任由这些现形的蠕虫，继续它们生生世世的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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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湖水淹没头顶，已经不觉得冷了。 
（黎紫书：《蛆魇》，收于小说集《出走的乐园》，花城出版社，2005 年，第

81 页） 
胶厂，幽黯的莽林……这些场景一幕一幕皆是黎紫书南洋情调作品的表层，

蛆虫、蠕虫、憔悴的形体、散发的腐臭等才是其作品的深层意象，非黎紫书莫属。

这篇《蛆魇》只是一个样品而已，通过主人公、湿淋淋女鬼这一不可思议的视角

进行观察思考，正是黎紫书的拿手好戏：“我确知了自己像老鼠一样的个性，总要

在阴暗和潮湿之中才能得到存在的自觉。”6而 引起笔者学术关心的则是：在中

国大陆和台湾那样完全汉语环境之外长大成人的黎紫书，何以能写出这般既符合

汉语规范又自出机杼的华文文学作品？ 

由于字数限制不得不搁笔，而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将继续。 
 

注 

1 参看《绿袖子・鹤止步》（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 后一页。 
2 虹影：《写在小说之前》；出处同上，第 1 页。 
3 虹影：《自序》，参见《K》（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9 年）第 2 页。 
4 同 3。 
5 严歌苓：《波西米亚楼》，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第 126～128 页。 
6 黎紫书：《另一种异端邪说》，参见《天国之门》（麦田出版 1999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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